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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交办案件办理结果公示
（第10批）

（上接第十一版）
调查核实情况：经淇滨区环保局执法人员

现场调查核实，反映“粉尘污染严重”部分属
实。现场检查时，发现该企业存在生产设备输
送廊道封闭不严、落料口喷淋效果不佳等问
题。反映的“噪声污染严重”不属实。经现场
勘察，该公司破碎机和筛选机均有橡胶底座且
在密闭的空间中工作，符合环境影响评价要
求。

处理及整改情况：6月 5日，淇滨区环保局
对柏尖山石料厂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要
求该企业立行立改，不能立即整改的，编制整
改方案，15日内整改到位，并委托检测公司对
厂界噪音等进行检测。该公司在 6月 5日当天
自行停产整改，目前，除生产设备输送廊道封
闭未完成整改外，其他问题已整改完成。

问责情况：无。
五十一、鹤壁市淇滨区 D410000201806040141
反映情况：鹤壁市淇滨区大白线中段，鹤壁

市中药有限公司将建筑垃圾及废弃药渣倾倒在

诉求人耕地内，导致现在无法收小麦。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举报人反映情况部
分属实。根据该企业生产工艺，部分中药材经
过破碎成粗颗粒或粗粉，以饮用水或不同浓度
乙醇煎煮提取后，产生的中药渣多已软化或呈
糜烂状态。经与《国家危险名录》进行对比，中
药渣不属危险废物。该公司委托编制的《现状
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提出“中药、提取类药物生
产过程中产生的药渣鼓励当作有机肥料或燃料
利用”。2018年 6月 6日，淇滨区环保局和金山
办事处工作人员到实地调查，该耕地上种植的
小麦已全部收割，东侧有部分中药药渣、各类生
活垃圾和建筑垃圾。

处理及整改情况：淇滨区环保局现场责令
鹤壁市中药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8日前，将该
耕地东侧的中药渣、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一并
清理到位并妥善处置。2018年 6月 7日下午，
该公司组织人员对该耕地东侧的中药渣、生活
垃圾和建筑垃圾进行清理并妥善处置。

问责情况：无。
五十二、鹤壁市浚县 X410000201806050032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举报，河南省鹤壁市

浚县卫溪街道办事处菜园社区养殖场污染问

题。2015 年 5 月，菜园养殖场因排放养殖污水

造成种植物及庄稼死亡，此后三年不断进行信

访。2016 年 12 月浚县政府文件明确禁养区范

围，该养殖场属于禁养区内应关闭企业，按要

求应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前搬迁，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仍不见相关部门落实相关措施，目

前养殖场仍然在污染环境。要求关闭该养殖

场，消除污染，恢复农田灌溉，修复被破坏土

壤。（再次来信反映同一件事情，补充照片作为

证据材料）

调查核实情况：2015年 5月，举报人反映吴
国民养殖场污染后，浚县环保局依法立案调查，
责令限期修建具有防渗措施的尿液存储池，并
处罚款。2016年 7月改建后的治污设施建成并
投入使用。2018年 1月 29日，吴国民自行将该
养殖场清圈关闭。此后未再进行任何养殖活
动，不存在环境污染问题。

处理及整改情况：加强属地管理，加大巡查
力度。按照“网格化”管理体制，充分发挥“一长
三员”属地管理作用，对该养殖场加强巡查，严
防复养现象发生；加大严格执法力度，加强监
管。由县畜牧局、县环保局等职能部门加强监
管，确保该养殖场不死灰复燃。

问责情况：无。
五十三、鹤壁市淇县 D410000201806090019
反映情况：鹤壁市淇县北阳镇奶牛厂里面

有一家租赁的炼铅厂，污染环境。淇县环保局

李何真副局长、公安局食品环境侦查队队长赵

程琳充当保护伞。

调查核实情况：1.反映的“鹤壁市淇县北阳
镇奶牛厂里面有一家租赁炼铅厂，污染环境”情
况不属实。淇县专案组通过到县工商局进行查
询和对北阳镇辖区内进行排查、询问等方式进
行了解，该镇没有“鹤壁市淇县北阳镇奶牛厂”
这个企业。专案组又对北阳镇辖区内所有奶牛
场进行了排查，共排查出 7个奶牛场，7家奶牛
场内均未发现炼铅厂。2.反映的“淇县环保局
李何真副局长、县公安局食品环境侦查队队长
赵程琳充当保护伞。”情况不属实。经初步调
查，未发现李合珍、赵成林存在“充当保护伞”的
行为。

处理及整改情况：无。
问责情况：无。
五十四、鹤壁市淇县 D410000201806100084
反映情况：鹤壁市淇县灵山小镇，康氏集团

要在太行山的尖山上新建祠堂祭拜老祖，破坏

生态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该问题为重访件，
情况部分属实。在淇县灵山街道办事处山上在
建项目全称为“古卫国康氏文化苑”，由淇县宏
康实业有限公司开发，总投资 5000万元，属淇
县 2017 年度第二批乡镇建设用地范围，2018
年 4月经省政府依法审批；符合淇县灵山街道
办事处产业总体规划；在淇县发改委备案内容
为：文化广场、牌坊、思源殿、国君殿、康叔殿、文
化碑林等，无祠堂内容。2018年 5月 23日，该
项目在未办理林业、环保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开
工建设，目前仅建成康叔殿基础工程，毁坏林地
面积为7.064亩。

处理及整改情况：一是由淇县林业局对毁
坏林地当事人康贯堂进行立案处理，并于
2018 年 6 月 13 日对其下达《淇县林业局林业
行政处罚决定书》（淇林罚决字〔2018〕第 1
号），处以 7.06 万元罚款。二是由淇县环保局
对淇县宏康实业有限公司古卫国康氏文化苑
建设项目未经环境影响评价擅自开工建设的

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分别于 2018 年 6 月
13日和 14日对其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决
定书》（淇环罚责改〔2018〕第 2008号）和《行政
处 罚 事 先（听 证）告 知 书》（淇 环 罚 先 告 字
〔2018〕第 2007号），责令该单位立即停止违法
项目建设，并拟罚款 50 万元。目前该项目已
停止建设。

问责情况：无。
五十五、鹤壁市山城区 D410000201806110025
反映情况：鹤壁市山城区东岭转盘南边，鹤

壁市华夏助剂有限公司环保不达标，污水直排，

气味难闻。投诉人多次向山城区环保局反映，

至今没有结果。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情况部分属实。
1.该公司 DPG 产品废水循环利用不外排，M
产品从 2016 年 4 月停产，至今未生产。2.该
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有化工废气无组织排放现
象，因厂区存在异味，曾被群众举报。2017年
6 月，该委托郑州鼎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
DPG 生产装置 1941 个受控装置密封点进行
了泄露检测与修复，共监测出泄露点数 1 个，
修复点数 1个。2017年 8月 6日，该公司委托
河南乾坤监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挥发性有机物
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非甲烷总烃、苯、甲
苯、二甲苯等指标符合《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
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
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 号）中省定
排放限值建议要求。3.2017 年以来，山城区
环保局共 3 次接到群众对鹤壁市华夏助剂有
限责任公司的环境投诉，均及时调查处理并
回复当事人。

处理及整改情况：按照“网格化”和属地管
理原则，严格企业环境监管，确保污染物达标排
放，并认真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发现违法问题，
立即依法调查处理。

问责情况：无。
五十六、鹤壁市淇滨区 X410000201806100054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鹤壁市淇

滨区大河涧乡马横岭村鹤壁市太行农牧有限公

司（李树梅家庭农场）从事生猪养殖。1.在未办

理任何规划、建设审批手续的前提下，强行征用

村民耕地建设；2.该黑心企业就在饮水井旁边

建设，严重污染了村民唯一的饮水水源及地下

水；3.没有任何粪便处理设施，有了死猪，直接

扔到坑里，也不掩埋，存在严重传染传播隐患；

4.该猪场还套用国家资金，以替老百姓解决沼

气为名申报国家资金支持，但实际上老百姓没

有一户用上该养殖场沼气；5.养殖场建设二期，

扩大规模。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情况部分属实。1.
鹤壁市太行农牧有限公司位于鹤壁市淇滨区
大河涧乡马横岭村村南，法定代表人李树梅，
现 有 生 猪 约 1600 头 ，母 猪 存 栏 约 190 头 。
2010年 1月 1日，该公司与鹤壁市淇滨区大河
涧乡马横岭村签订《林地流转经营合同》；2012
年 7 月 11 日，在淇滨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
案；符合淇滨区大河涧乡整体规划；不在禁养
区和限养区内；2012年 11月 30日通过环评审
批，2016年 12月 22日通过鹤壁市环保违法违
规清理整改项目备案公示。2.马横岭村饮用水
井建于 2010年，井深约 400米，位于该公司的
东北方向，距离厂界直线距离约 30米，距离猪
场粪水收集池（有防渗漏措施）约 280 米。淇
滨区水利局提供的 2017年 6月 6日《鹤壁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马横岭村供水站源水检测报
告》和 2018年 5月 28日《马横岭村出厂水检测
报告》显示，该水井站水质达到《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GB5749-2006）。3.该公司严格按照
环评要求建设，环保工程符合“三防”（防渗、防
雨、防溢）标准。全部粪水经干湿分离机分离
后，污水用于附近 1300 亩果园、田地灌溉，粪
便在晾粪场堆积发酵，由周边农户装袋拉走用
于农田施肥。病死猪全部交由淇滨区收储体
系无害化处理，未发现随处乱扔现象。4.根据
淇滨区畜牧局提供的资料及淇滨区大河涧乡
纪委调查结果，该公司沼气池属于 2013 年生
猪标准化建设项目，不涉及向农户供气内容。
5.现场调查，未发现该公司建设二期、扩大规
模。

处理及整改情况：严格按照“网格化”和属
地管理原则，开展专项排查，并密切关注该水井
水质检测情况，发现异常，立即进行调查处理。

问责情况：无。
五十七、鹤壁市淇县 X410000201806110008
反映情况：鹤壁市淇县的鹤淇电厂排放污

水，淹死高村镇荀洼村的树林。如今还在继续

排放污水，投诉人向本市、县环保部门反映问

题已经 2 年，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情况部分属实。
该公司 1号发电机组未运行，2号发电机组正
常运行。工业废水集中处理站、含煤废水处
理站、脱硫废水处理站、含油废水处理站、生
活污水处理站正常运行，处理后废水回用不
外排。

该公司厂区东北角有一个向外的排水管
道，为雨水管道，通过地埋管网向外延伸至厂
区东北方向高村镇荀洼村的自然泄洪沟内，
投诉人种植的树木位于该自然泄洪沟内。
2015 年 7 月，鹤淇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基建期
间下暴雨，雨水管道口排水量较大，高村镇荀
洼村的自然泄洪沟长时间积水，导致举报人
树木被淹死。举报人反映后，淇县环境保护
局及时组织执法人员到现场调查，因不涉及
排放污水污染问题，淇县环境保护局立即督
促鹤淇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妥善解决。该公司
表明已与投诉人所在的村委会达成协议并进
行了补偿。此后，举报人未就此问题再次向
淇县环境保护局反映。2018 年 6 月 12 日、6
月 14日淇县环保局执法人员对该公司两次现

场检查，该雨水管道排放口均未发现有生产
和生活污水外排。

处理及整改情况：经淇县环保局 2018年 6
月 12日至 6月 14日调查、调解，2018年 6月 15
日，鹤壁鹤淇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已与投诉人签
订了树木赔偿协议。

问责情况：无。
五十八、鹤壁市淇县 D410000201806050078
反映情况：鹤壁市淇县高村镇韩楼村 107

国道西边，广达搅拌站、鸿腾搅拌站废水排入农

田，污染农作物。

调查核实情况：经淇县环保局现场调查，
广达搅拌站为鹤壁市广达砼业有限公司，公
司距离举报人农田约 90 米；鸿腾搅拌站为鹤
壁市鸿腾砼业有限公司，公司距离举报人农
田约 15 米。鹤壁市广达砼业有限公司、鹤壁
市鸿腾砼业有限公司两家企业周边未发现排
污口，也未发现两家企业向举报人田地里排
放污水。

处理及整改情况：本次信访原因为鹤壁市
鸿腾砼业有限公司未执行双方签字的协议，从
而引起的经济纠纷，目前双方通过协商，纠纷得
到解决。

问责情况：无。
五十九、济源市 X410000201806060052（*）
反映情况：济源市五龙口镇尚庄村临近的

锦生碳素厂距居民区不足 300 米，希望尽早解

决该企业的废气废水污染问题。

调查核实情况：群众反映的锦生碳素厂系
济源市锦生科技有限公司，其年产3000吨细结
构石墨制品污染治理技改工程项目 2007年 12
月 12日通过环评审批，2008年 9月 22日通过
环保竣工验收。

2018年 6月 8日，济源市对该公司进行调
查，根据举报内容，经核实：一是其煤气发生炉
点火生炉时使用木材引火，会出现短暂冒黑烟
现象，群众反映情况属实。二是调阅的2018年
1月份以来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显示，焙烧炉工
序产生的废气未发现有超标现象；经查，没有群
众反映农作物因污染受损的问题，群众反映情
况不属实。三是由于五龙口镇尚前村全部使用
自来水，经对该公司自备井和群众家中的自来
水取样送检，均未检出特征污染物，群众反映的
饮用受污染水情况不属实。四是对群众 2016
年 10月 23日和 2017年 4月 1日的两次信访投
诉，市环保局均按规定进行了查处和回复，不存
在多次举报无果问题。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该
公司的石墨制品技改项目未办理环评审批手
续，配套的除尘器等污染防治设施未进行排污
口规范化整治。6月 9日。市环保局已向该公
司下达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其
改正环境违法行为，书面报告整改方案，并对其
立案查处。

处理及整改情况：6月 9日，该公司停止生
产，向市环保局报送了整改方案，拟采取拆除煤
气发生炉、使用天然气等多项措施，全面改善厂
区面貌，同时尽快补办环评审批手续，完善环保
设施。

问责情况：针对该公司存在的未批先建
未及时发现和查处问题，纪检监察部门正在
对涉嫌失职失责的相关单位和责任人进行问
责。

六十、焦作市孟州市 D410000201806050033
反映情况：焦作市孟州市南庄镇田寺村村委

会主任王恒德在新莽河南岸边占用耕地十余亩，

建了一个大型养猪场，粪便露天堆放，污水通过

暗管排放，政府向其下达整改通知书，至今未整

改。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王恒德养猪场位
于孟州市田寺村南，距离老蟒河南 400 余米，
占地面积 6.5亩，总投资 100余万元，现生猪存
栏 720余头。该养殖场建设有三级沉淀池，每
个沉淀池长 17 米、宽 3.5 米、深 3.5 米，并按要
求进行硬化、防渗、封闭处理，所有养殖粪便进
入三级沉淀池处理后，用于周边农田灌溉施
肥，未发现粪便露天堆放现象。通过动用大型
挖掘机，对王恒德养猪场周边墙外挖掘，四周
均未发现暗管。经调查，孟州市政府有关部门
及南庄镇人民政府未向其下达过《整改通知
书》。

经查，该举报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无。
问责情况：无。
六十一、焦作市孟州市 D410000201806060007（*）
反映情况：焦作市孟州市西虢镇西沃村东，

河南豫农生物科技园夏季晚上排放刺鼻气体，

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河南豫农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河南豫农生物科技产业园）成立
于 2012 年，位于孟州市产业集聚区生物化工
产业园内，规划用地面积 0.667 平方公里。《孟
州市产业集聚区河南豫农生物科技产业园发
展规划（2015~2020年）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于 2015年 8月 17日经焦作市环境保护局审批
（焦环审〔2015〕79号）。河南豫农生物科技产
业园现入驻 19家企业 24个项目，均办理有环
评审批手续，并按照环评要求落实废气污染防
治措施，废气收集后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
高空排放。2017年 11月 17日，为进一步强化
废气治理效果，孟州市环境保护部门对河南豫
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达了《环境污染限期治
理通知书》（孟环气控〔2017〕15号），责令园区
内 各 企 业 于 2017 年 12 月 10 日 前 完 成 涉
VOCs 废气提标治理任务。各企业均按要求
对易产生气味的生产线进行封闭，废气处理末
端加装了 UV光解治理设施。2018年 4月初，
周边群众反映该园区仍有异味影响。4 月 4
日，孟州市环境保护部门向该企业下达了《关
于对河南豫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停产整

治的通知》，责令各企业停止生产；进一步完善
废气收集设施，强化收集效率；加强公司内部
管理、明确责任、确保各项环保措施按要求落
实到位。自 4月开始，孟州市环境保护等部门
不定期对园区企业进行现场检查，园区内所有
企业均已全部停产到位。目前，周边未有异味
产生。经查，该举报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无。
问责情况：无。
六十二、焦作市温县 D410000201806100015
反映情况：焦作市温县叶村乡（岳村乡）西

边有一家恒顺红砖厂，生产中排放的废气导致

诉求人家庄稼地受损。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举报件不属实。
温县恒顺新型建材厂位于焦作市温县西坡村
北 ，法 人 代 表 ：吉 恒 淼 ；营 业 执 照 注 册 号 ：
410825000006280；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页
岩、煤矸石、粉煤灰、烧结砖。该厂的年产
12000 万块粉煤灰烧结砖项目，于 2009 年 10
月通过焦作市环保局行政审批（焦环评表字
〔2009〕144号），2016年 12月，一期年产 6000
万块烧结砖项目通过温县环境保护局竣工验
收（温环审〔2016〕53号）。该厂主要生产设备
有：隧道窑 1座，板式给料机 4台，振动筛 2台，
搅拌机 2台，破碎机 2台，自动切坯机 1台，出
窑平车 9辆。经实地调查，温县恒顺新型建材
厂环评手续齐全，并严格按照环评要求配套建
设有相关环保治理设施。该厂于 2016年 10月
14日建成了大气排放自动监控基站并投入试
运行，2016 年 12 月 6 日正式与省市监控平台
联网运行，2016年 12月 20日通过焦作市环保
局验收（焦环自控〔2016〕111号）。自 2017年
10 月 13 日至 2018 年 6月 3日，按照秋冬季大
气污染防治管控措施的要求，该厂实行错峰生
产处于停产状态；在此期间，该厂对其烟尘污
染防治设施及在线监控设备进行升级改造，6
月 4 日开始正常生产。经调取温县自动监控
中心对该厂污染因子实时排放的各项数据，该
厂未出现废气超标排放行为。同时，温县环境
执法人员对该厂周边农田进行了实地勘察，未
发现庄稼受损现象。

问责情况：无。
六十三、濮阳市经开区 D410000201806090080
反映情况：濮阳市振兴路容金国际小区 10

号楼和 11 号楼之间，至少 10 台饭店的抽油烟机

日夜工作,油烟严重,气味熏得居民无法开窗,夜

间有噪声,影响休息,多次反映无果。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举报内容部分属
实。濮阳市振兴路容金国际小区 10号楼和 11
号楼都是临街楼，目前两栋楼之间有 3家饭店
营业，分别是汉丽轩烤肉超市、麻辣新语酒楼
和聚善缘清心素食餐厅（2018 年年初开始接
手原有餐厅经营）。10号楼与 11号楼之间三
楼平台上 3 家饭店共有 5 个排风口，3 家饭店
油烟排口均按规定安装了油烟净化装置，风机
部分用蒸压砌块封闭降噪。2017 年 11月，濮
阳经开区食安办委托检测机构对汉丽轩烤肉
超市、麻辣新语酒楼烟气排放情况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达标。2018 年 6 月 15 日，濮阳经开
区食安办委托监测机构对聚善缘清心素食餐
厅烟气排放情况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达标。经
调查，3家饭店基本属于自助型餐厅，不提供炒
菜服务，夜间（22:00 至次日 06:00）基本不使
用油烟机。经开区相关部门近期未接到该位
置噪声投诉。

处理及整改情况：经开区委托有资质检测
机构对上述 3家饭店烟机噪声进行检测，检测
结果显示烟机噪声未超出 1类声环境功能区环
境噪声限值。检查过程中发现，汉丽轩烤肉超
市空调外机安装时间较早，运行过程中噪声
大。濮阳经开区环保局 2018年 6月 12日向汉
丽轩烤肉超市下达《立即整改通知书》，该饭店
接通知后对空调外机进行了橡胶垫减震、蒸压
砌块密封降噪等措施。6月 13日，濮阳经开区
委托检测机构对汉丽轩烤肉超市空调外机运行
噪声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未超出 1类声环
境功能区环境噪声限值。

濮阳经开区责令上述 3家饭店按时清洁油
烟净化装置保证使用效果，按规定做好清洗记
录，并确保油烟净化装置及外挂设施噪声达标。

问责情况：无。
六十四、濮阳市清丰县 X410000201806090025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濮阳市清丰县古

城乡齐家村：1.村里的厕所没有改造；2.村内村

外建有十几座养鸡场、养猪场，粪便不处理，多

次反映无果。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1.农村厕所没有改造问题。根据《中共河南省
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的通知》（豫办〔2018〕14号）要求，2018年启动
农村户用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试点工作。2018
年清丰县双庙乡被濮阳市政府确定为户用卫生
改厕试点乡镇，29个行政村，建设 9500座户用
卫生改厕；2019年全县建设 6.9万座户用厕所，
农村户用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 50%左右；
2020年全县建设 11.73万座户用厕所，农村户
用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 85%左右，明确厕所
粪污治理途径。2.古城乡齐家村周边养殖业粪
便未处理问题。经排查村周边现有16个鸡棚，
其中有 3 个鸡棚正在喂养，13 个鸡棚已闲置
5-10年；共有 5个猪场，其中正在饲养的 3个，
多年闲置的2个。

处理及整改情况：对卫生改厕的处理意见：
齐家村将按照清丰县规划意见及时完成改造任
务。对养殖户的处理意见：1.对正在喂养的3个
鸡场（2个蛋鸡场、1个肉鸡场），一是对肉鸡场
一周内出栏完毕，拆除；二是对 2个蛋鸡场，由
于涉及农户实际利益，待9月24日出栏后拆除；

三是每天清理，进行消毒处理，密闭储粪坑，及
时处理清运排泄物；四是每个养殖户在离村庄
500 米范围外，建立发酵池，做到按照标准处
理，同时做好无害化处理。2.对没有喂养的 13
个鸡棚和闲置的 2个猪场，一是对属于危房、破
烂不堪的、没有使用价值的鸡棚、猪舍，应拆尽
拆；二是其余改作发展庭院经济，6月 22日完成
改造任务。3.对正在饲养的 3个猪场，在 15日
内完成搬迁。

问责情况：无。
六十五、濮阳市濮阳县 X410000201806060036（*）
反映情况：濮阳群众来信反映濮阳市濮阳

县户部寨镇蔚林化工自上世纪 90 年代建设以

来，对空气和水污染特别严重，周边七八个村子

的群众深受其害。数年来不断向各级环保部门

投诉反映，可是蔚林化工买通了省、市、县环保

局的有关人员，每次投诉后，蔚林化工都能在稍

后的几天里把气味污染特别严重的生产线停下

来，待环保部门象征性地检查后再恢复生产。

希望督察组到蔚林化工的现场查一查，现场感

受一下，一定要亲自来，在阴天的时候来，来的

时候一定不要通知河南省环保厅和濮阳市环保

局，蔚林化工背后有各级政府和各级环保部门

的保护伞罩着。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接到信访件交办后，濮阳县县委、县政府非常重
视，立即安排县纪检监察委、县环保局、户部寨镇
政府对蔚林化工有限公司的问题进行联合调
查。同时，县环保局聘请濮阳市化工专家刘兴选
协助调查。2005年 12月，河南省环保厅对该公
司1.12万吨/年橡胶硫化促进剂项目进行批复；
2013年 2月，河南省环保厅对该公司10.2万吨/
年橡胶助剂及配套中间体配套建设项目进行批
复；2016年 7月，濮阳市环保局对该公司橡胶助
剂清洁生产技术改造项目进行批复。2017年 6
月委托河南三人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VOCs(挥发性有机物)进行治理，委
托河南名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了验收检
测。2018年 6月该公司被列入濮阳市第一批安
装VOCs在线检测试点单位。经现场检查发现
该公司存在浓缩槽未采取封闭措施、母液蒸馏液
中转罐未采取密闭措施、001车间中和池封闭不
严等问题。

处理及整改情况：濮阳县环保局责令该公
司限期整改，并处罚款 5万元。经濮阳县监察
委调查，没有证据证明当地政府和环保部门充
当保护伞。

问责情况：濮阳县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指
挥部对濮阳县环保局、户部寨镇党委、镇政府给
予全县通报批评；濮阳县环保局对环境监察一
中队中队长戚广伦实施约谈，全局通报批评，并
责令其写出深刻检查；户部寨镇政府对环保办
主任高建军实施约谈，全镇通报批评，并责令其
写出深刻检查。

六十六、开封市通许县 410000201806060048
反映情况：开封市通许县朱砂镇徐屯村一

座废旧窑厂内有一家塑料颗粒加工厂，废水直

排地下污染农作物。

调查核实情况：1.开封市通许县朱砂镇徐
屯村一座废旧窑厂内有一家塑料颗粒加工
厂，举报情况属实。经调查，举报人电话投诉
通许县朱砂镇徐屯村废旧窑厂内塑料颗粒
厂，负责人徐正义，该厂位于朱砂镇徐屯村西
北废旧窑厂内，负责人自建铁皮房，于 2018
年 5月 30日投入生产。生产过程为废旧编织
袋——打碎——电加热——成品；产品为颗
粒。该厂没有办理任何环评手续。2018 年 6
月 7日，县环保局监察大队执法人员和朱砂镇
工作人员连夜调查，发现朱砂镇废旧窑厂内
塑料颗粒厂在未办理环保手续、没有任何污
染防治设施情况下进行违法生产，该厂属于

“散乱污”企业。依法对该厂按照“两断三清”
要求予以取缔，目前已经取缔完毕。2.废水直
排地下污染农作物，举报情况不属实。经调
查，废旧窑厂内塑料颗粒厂生产时间短，未产
生污水。且该厂周围是废旧窑厂，周围全部
为大坑，不具备种植农作物条件。所以未污
染农作物，举报情况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针对此情况，朱砂镇人民
政府及县环保局监察大队在接到通知后立即对
该厂进行强制拆除。目前，该厂生产设备已全
部拆除到位，生产产品及原料已清理到位，达到

“两断三清”标准。
问 责 情 况 ：通 许 县 政 府 根 据《开 封 市

2017—2018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
坚行动量化问责奖励规定》和《通许县党政领
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暂行规定》对
朱砂镇政府全县通报批评，对朱砂镇副科级
干部申海涛进行约谈，朱砂镇党委决定给予
包村干部陈红强、徐屯村党支部书记徐红彬
警告处理。

六十七、濮阳市华龙区 D410000201806100075
反映情况：濮阳市华龙区尧当村二组，一家

旧窑厂 2015年被关停，当时占用投诉人耕地，现

在窑厂关了，但是耕地被毁坏庄稼种不成，地下

是废渣，求助。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举报内容不属
实。华龙区国土局、华龙区胜利路街道办事处
联合进行现场调查发现：原窑厂占用投诉人耕
地属原窑厂厂主王勇租用的土地。据华龙区
国土局土地测量鉴定结果，该地块为城市集体
建设用地，属城市规划范围内的未征用田土
地。目前该地块已种植了果树，地上残存部分
原窑厂的废砖头，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使
用。

处理及整改情况：针对投诉人反映的问题，
华龙区胜利路街道办事处作出以下处理：责令
原窑厂厂主王勇对现场土地上残存的废砖头进
行清理，恢复该土地使用功能。（下转第十三版）


